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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家家黄黄河河大大米米、、烟烟台台苹苹果果火火爆爆开开抢抢
APP下单苹果每箱立减5元、大米每斤3元可送到家

本报11月16日讯（记者 张九
龙） 16日，由壹家社区服务中心阳
光100站、阳光新城社区第三居委会
共同举办的“社区生日派对”在阳光
100举行。阳光100社区“夕阳乐健身
队”的老年朋友们相聚在一起，共同
为11月份过生日的好邻居、好朋友
开生日派对。活动中，老人们分别表
演了精彩的节目，工作人员还向寿
星们赠送了生日礼物。

本报11月16日讯（记者 张九
龙） 近日，由青年公园街道办事
处、积成社区社会服务中心、壹家社
区服务中心联合举办的“迎新年，庆
元旦，送光明”活动启动仪式暨助老
服务志愿者风采展示活动在槐荫广
场举办。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社区
老人颁发“服务卡”，近期将入户为
老人提供服务，随后社区志愿者们
进行了风采展示和文艺演出。

本报11月16日讯（记者 张九
龙） 16日，由壹家社区服务中心阳
光100站、阳光新城社区第一居委会
共同举办的“趣味手工课堂”在阳光
100举行。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学员
们用五颜六色的线编织出既实用又
美观的水杯套。今后“趣味手工课堂”
将陆续推出折纸、剪纸、中国结、十字
绣等课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壹家
社区服务中心阳光100站(槐荫区阳光
100小区A区9-3-0104)进行咨询。

本报11月16日讯（记者 孙业
文） 15日，壹家社区足球路演活动
第八站走进高新区鑫苑国际社区，
最终经过近6个小时的激烈角逐，活
动圆满结束，这也意味着壹家社区
足球路演活动完美谢幕。

鑫苑国际足球路演活动是壹家
社区足球路演活动的最后一站，之前
壹家还举办了甸柳、阳光100、鲁能领
秀城、名士豪庭、凤凰山庄、凯旋广
场、小辛庄社区等7场路演活动。

15日上午 ,鑫苑国际广场上不
少人询问活动的内容,准备报名。两
个四五岁的小朋友头一次见面 ,年
龄相仿的他们临时组队较量起来。
两名小朋友在球场上手脚一起用 ,

可爱的表现让观众忍俊不禁。
搞怪足球show因为无需足球

基础 ,成了最受现场老少居民欢迎
的项目。大家三五相约,将现场拍摄
的亲子照和全家福转发到微信朋友
圈。最后，参加比赛的宝宝们和小朋
友们在家长带领下，都领取了汽车
玩具、果倍爽、红牛等礼品。

本报11月16日讯（记者 孙
业文） 壹家·壹品特供上线之
后，烟台苹果和黄河大米的数
量供不应求，此次黄河大米和
烟台苹果采用了线上壹家APP、
微信下单和线下自提等多种预
约购买方式。用壹家APP下单还
会专享每箱苹果立减5元、大米
3元/斤送货上门的优惠。特此
提醒广大读者，电话预约时间
是每周一到周五，壹家APP和微
信线上订单没有时间限制。

苹果采摘后果农会对苹果进
行第一轮的分选，苹果收购时合
作社将会进行另一轮筛选。此
外，在运输包装环节，工作人员
还将对苹果进行一遍质量检验，

三道程序层层把关，确保送到市
民手中的苹果都是精品苹果。

本次“新米开仓日”义卖活
动是由齐鲁壹家社区服务中心
推出的，此次黄河大米义卖活
动，既让居民朋友吃上正宗黄
河大米，同时也能帮助济阳原
产地农户、自强残疾夫妇张传
宝和李祝霞。

苹果果径为75mm的65元/
箱，80mm的80元/箱。手机APP下
单每箱立减5元。大米自提价3元
/斤，送货上门3 . 3元/斤。通过
手机APP下单享受3元/斤送货
上门服务(仅限济南市区配送)。
电话：85193755 85196761（周一
至周五9:00-17:00）

●鲁能领秀城店：施尔明
眼科义诊

时间：11月19日上午9点30
分

地点：领秀城小区F区壹家
社区服务中心

内容：施尔明眼科医院眼
科专家义诊

●鲁能领秀城店：书法交
流书法培训

时间：11月20日下午3点
地点：领秀城d区儒学讲堂
内容：书法交流书法培训
●康桥颐东店：文化馆戏

曲演出
时间：11月17日下午2点
地点：高新区文化馆地下

一层多功能厅
内容：京剧和吕剧专场演出
赠品：参与的戏迷和票友

们均有小礼品赠送
●槐荫市场店：中国结手

工编织课
时间：11月17日上午9点

地点：舜承苑居委会
内容：中国结手工编织
●槐荫市场店：手工串珠课
时间：11月19日上午9点
地点：槐村街居委会
内容：胡永泰老师教居民

用珠子串各种饰品
●槐荫市场店：编织课
时间：11月20日上午9点
地点：营市西街西街工坊
内容：苏香云老师教居民

钩织饰品，如杯子套、帽子等
●槐荫市场店：电脑课
时间：11月20日下午2点30分
地点：凯旋居委会
内容：杜劲松老师教居民

电脑初级知识及常用软件使用
方法

●解放路店：关爱眼健康
科普讲堂

时间：11月18日上午9点
地点：历山路居委会二楼

会议室
内容：眼健康科普讲堂

●凤凰山庄店：森林公园
相亲会

时间：11月21日上午9点
地点：森林公园
内容：单身男女公益相亲

活动
●阳光100店：手工工艺课
时间：11月17日上午9点
地点：居委会三楼教室
内容：教授社区居民制作

布艺和纸花
●阳光100店：社区问题集

中解答
时间：11月18日上午9点
地点：阳光新城G区法制广

场
内容：居委会在现场受理

社区问题
●阳光100店：电脑班
时间：11月19日上午9点30分
地点：阳光100居委会三楼

教室
内容：为居民讲解如何在

电脑中新建文件夹以及U盘使

用方法
●岔路街店：电脑课
时间：11月17日上午9点
地点：青年公园街道综合

惠民服务中心二楼电子阅览室
内容：为居民讲解如何使

用电脑
●岔路街店：传统文化讲

堂之饮食与健康
时间：11月18日下午2点
地点：启明里居委会
内容：传统文化讲堂之饮

食与健康
●名士豪庭店：电脑课
时间：11月18日下午3点
地点：名士豪庭第二居委

会三楼
内容：教授居民如何使用

电脑
●环山路店：养生课
时间：11月20日上午9点
地点：环山路社区居委会
内容：讲解养生知识
本报记者 孙业文 整理

本报11月16日讯（记者 孙
业文） 即日起，凡是连续订报3
年（2016年-2018年，费用一次性
交齐）的读者便可获得一台价值
1999元的自驾宝，名额仅有500
名，赶紧报名参加此活动吧！

自驾宝pro市价1999元，3
年订报费用648元，订报电话
85196329。注意啦：名额仅有
500名，手慢了可就错失良机
了！自驾宝领取方式：报纸订阅
成功后，订报读者便可获得一
张自驾宝领取券，通过拨打领

取券上的电话4006889280，就
会有专门人员给您送货到家，
并且免费给您安装、调试。如有
未尽事宜，最终解释权归齐鲁
晚报壹家所有。

除自驾宝外，现在订2016
年的晚报，还有其他多重好礼
相送！（领取自驾宝的读者不再
享受以下优惠）1 .百脉泉桶装
矿泉水水票4张（价值60元）；
2 . 2016年第一季度生活日报1
份（价值45元）；3 .雪花啤酒1箱

（价值50元）；4 .斑布卫生纸2提

（价值50元）；5 . 2016年度今参
考《政界》、《商界》、《历史》任一
份（价值60元）；6 .青岛啤酒欢
聚包一份（价值58元）；7 .长寿花
4.5升金胚玉米油一桶。

以上赠品任选其一，订报

赠礼仅限济南市区个人订户。
2016年度齐鲁晚报济南市区全
年订价216元/份，优惠价格180
元/份，半年订价108元/份。订
报 咨 询 电 话 : 8 5 1 9 6 3 2 9 、
85196361、85196275。

社区好邻居

一起过生日

服务老年人

志愿者展风采

编织水杯套

温暖过冬日

壹家社区足球

路演活动谢幕

连连订订33年年晚晚报报就就送送价价值值11999999元元自自驾驾宝宝
数量仅有500台，想要的抓紧啦

壹壹家家公公益益活活动动预预告告

价值
1999元的
自驾宝

农民收获的栖霞苹果。

本报讯 “亚洲情歌天后”梁
静茹将于11月21日在济南奥体中
心体育馆举办“你的名字是爱情”
济南演唱会。这是她首次在山东开
唱，不论是选曲还是环节设置都充
满了惊喜，保证让山东歌迷感受到
满满的浪漫心意。主办方非凡京奇
表示，此次梁静茹济南演唱会总票
房已接近九成，销售十分火爆。目
前演唱会已进入最后一周倒计时，
希望大家尽早做好准备，以免错过
浪漫的开场。

梁静茹演唱会现场历年来是
情侣求婚的必选场地，求婚率是百
分之百，当得知自己的演唱会有如
此“功效”时，梁静茹表示，“两个人
在一起需要缘分也需要勇气，如果
现场出现求婚的话我会给鼓励

的。”据了解，此次演唱会1399套票
销量非常好，大多数是情侣购票，
更有不少男士特意电话订购了内
场前区的票，演唱会时又恰好接近
年末的“求婚黄金期”，预计当晚会
再次出现浪漫的求婚场景。

自出道以来，梁静茹给歌迷带
来了很多好听且温暖的情歌，不管
是《勇气》还是《宁夏》，都是年轻人
追捧的“神曲”，《分手快乐》《崇拜》

《别再为他流泪》等好听的疗伤情
歌也让梁静茹成为治愈系歌手的
代表。擅长唱情歌的她也收获了一
份甜美的爱情，随着儿子安德森的
降临，梁静茹的生活更加圆满，成
为歌迷心中的“幸福模范”。但对于
爱情，已为人母的梁静茹仍然认为
自己是个小女人，“我陷在爱情里

的时候会极度小女人，我觉得这是
有了家庭之后的改变，所以要比较
起来的话，在工作上我依然很认
真，但我真的比较想家，不喜欢在
外面等待。”

对于演唱会“你的名字是爱
情”背后的含义，梁静茹表示，“每
个人、每个爱情段落里，都有一首
属于自己的情歌。”为了契合这个
主题，演唱会将分为“花之爱情”、

“奇幻旅程”、“梦想”、“精彩人生”
四大主题，现场大屏幕将会在特定
环节中播放村上春树、三毛、徐志
摩等人关于爱情的名言名句，现场

“教”大家如何去爱。
最后抢票电话：4006103721/

18953119526/4006228228/0531-
66686633

梁静茹周六开唱“爱情”，喊话歌迷：

““ 我我会会给给鼓鼓励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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